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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
警告：本系统会产生一种高度易燃液体

预防措施：
• 确保在通风良好的环境中使用罐式蒸馏系统。

• 罐式蒸馏系统工作时，不得无人值守。

• 确保罐式蒸馏系统远离一切火源，包括不得在附近吸烟、不得靠近火花、热源、或明火。

• 确保所有靠近罐式蒸馏系统或酒精的其他设备都已接电线。

• 附近应准备好适用于酒精的灭火介质。可以是水雾、细水雾、泡沫、干粉、二氧化碳、沙子或白云石。

• 不得干烧。如果该蒸馏系统烧干锅，则按下底座下的断电按钮。万一断点按钮不起作用，保险丝可以起 

 到额外保护。

溢出时：
• 关闭所有的点火源。

• 立即使用布、纸巾或其他吸收性材料（如土壤，沙子或其他惰性材料）清除溢出物。

• 收集、密封并妥善处置溢出液体。

• 用抹布将有水的地方擦拭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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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铜圆顶和蒸馏冷凝器也可以连接到GRAINFATHER全谷物酿造系统使用。当提到“锅炉”时，可能指 

 GRAINFATHER或T500锅炉或其他适合的锅炉。

• 最好使用圆顶和冷凝器，以获得最佳质量和铜-蒸气相互作用最大化。但是，你也可以将冷凝器单独与 

 锅炉一起使用。本使用手册假定您将铜圆顶与冷凝器二者配套使用。

• 温度探头 - 如果你习惯于使用T500蒸馏系统，你将习惯于需要用你的水流控制温度。 

 

请注意，当使用这个罐式蒸馏系统时，冷凝器上的温度读数将会波动，不应像T500那样进行控制。 

该探头主要作用是向您显示温度，这样帮助您正确地进行分离

与GRAINFATHER配套使用，一个酿造设备即可与所有其
他设备连接起来
铜圆顶与蒸馏冷凝器可以连接至GRAINFATHER使其由一个啤酒酿造设备变成一个蒸馏设备。GRAINFATHER

连接控制盒（GRAINFATHER自带）有一个“电源控制模式”，通过这种模式，不仅可以确定一个具体的温

度，而且可以确定一个输出功率。要进入（退出）电源控制模式，可摁下加热按钮6秒钟（还可以通过移

动设备APP方式进入这种模式）。一旦进入电源控制模式，LCD显示屏会切换至显示当前温度与输出功率界

面。您可以通过向上/向下按钮调整输出功率,每摁一下可增减5%。

对蒸馏而言，这种模式的优点是可以通过降低输出功率从而减缓酒精馏出速度。这有利于在酒精蒸馏环节

中将酒头与酒尾从酒心中分离出来。您需要在某个特定的输出 温度（或酒精含量）进行分离，而输出温

度（或酒精含量）是始终变化的，因此您如果能够减缓酒精蒸馏出的速度，那么则有时间多次进行测量，

从而能够在正确的时间进行分离。

分离的含义与作用
酵母在发酵过程中会将糖转化成乙醇与许多其他副产物。这些副产物主要由乙醛、酯、乙酸乙酯、缩醛和

少量甲醇组成。所有这些成分在蒸馏溶液中的含量与啤酒中的情形相同。然而，这些称为同质物的有效杂

质在蒸馏时因浓度增加，从而会影响酒的口感或甚至对人体有害。这些杂质与乙醇的沸点不同，因此当溶

液被蒸馏时，有些杂质会在大部分乙醇蒸馏出之前蒸出，而有些则晚于乙醇。这使得在蒸馏过程中从蒸馏

器出来的酒的风味分布呈显著变化。这些有效杂质中，有些成份会增加蒸馏酒的香味，这些成份的沸点通

常与乙醇很接近。有些杂质的味道和气味非常类似于油漆稀释剂或指甲油去除剂。

在蒸馏开始时，酒精溶液中存在的所有甲醇将首先被蒸馏掉，随后是其它低沸点杂质。 

这些低沸点成份会给蒸馏酒增加浓烈的化学味道，通常是“宿醉”的“真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不

良的口感和刺激的风味将逐渐被绵柔、甜美的酒精味取代。然后，随着蒸馏将近结束，绵柔的甜酒精将慢

慢地变成苦涩难闻的味道，有人描述其为“湿纸板”味。

正因这种味道变化的特点，我们在蒸馏过程需要进行分离。 

最初阶段产生的具有刺激化学味道的酒精被称作“酒头”，蒸馏中间阶段产生的绵柔甘甜的酒精被称作“

酒心”，而最后产生的苦涩、低度的酒精被称作“酒尾”。这三个阶段之间是逐渐变化的，蒸馏的真正艺

术在于您想让哪些成份进入最终的酒精。这完全取决于您什么时间进行分离，这时间节点的选择在蒸馏中

使用前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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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把握。

因此，建议用户用多个小容器收集酒头和酒尾。然后，酒头向酒心过渡的时间可以适当延迟，在蒸馏结束

后，可以将收集到的所需要风味的酒精与酒心混合。对于酒尾阶段也一样，但不同的是酒心阶段应适当提

前结束

为什么要多次蒸馏？
使用罐馏器进行蒸馏，产品会逐渐提纯。乙醇的纯度逐渐提高，同时越来越多的风味会从产品中分离出

去。对于有些类型的酒精，比如伏特加或杜松子酒之类的白酒，就要求口感纯正干净。对于这类酒精，通

常而言蒸馏次数越多，效果越好，

蒸馏人员需要在质量与产出之间找到一个平衡。传统上，白酒酿造通过使用罐馏器多次蒸馏，但随着蒸馏

技术的发展，现在则使用回流式蒸馏器，这样可以实现一个回合蒸馏三次或甚至四次。

对于其他品种的酒，例如威士忌、朗姆酒或白兰地，蒸馏溶液中的其他成分会显著增加最终酒产品的风

味。因此，需要在口感纯正与富含独特风味之间达到一个平衡。罐式蒸馏是一种

实现该目的的有效的方法，两道蒸馏工序能够完美地实现在获得口感纯正的最终产品同时又能保留酒精溶

液中有效杂质的独特风味。这两道蒸馏工序中第一道称作提馏（STRIPPING RUN），第二道称作酒精蒸馏

（SPIRIT RUN）。您也可以通过一次蒸馏的方法生产出一种棕色酒，这种产品酒精度和纯度都比较低，但

更好地保留了溶液中各种有效杂质的风味。棕色酒也可以进行三次蒸馏，这将会酿出非常纯正的产品，其

多数后味都是来自于后期陈酿的过程，而不是来自于有效杂质的味道。

准备蒸馏物——开始蒸馏之前
在蒸馏开始之前至关重要的是确保蒸馏物完全发酵。您可以使用比重计测量某特定比重，保证其保持不变

达3天时间，或测量比重是否达到您配方所需要的水平。如果发酵没有完全，那么在蒸馏物中会存在未发

酵糖，这将会导致蒸馏物在锅炉中产生过多的泡沫。如果泡沫过多而失控，则会引起蒸馏物流进冷凝器，

导致尚未蒸馏的溶液进入蒸馏出的溶液中。

发酵结束时，洗净蒸馏物再进行蒸馏，这一点很重要。酵母在承受压力时会释放异味，对蒸馏物进行蒸煮

时，其中大量的酵母会释放的异味会被最终酒精产品所吸收。为了消除不良影响，要对蒸馏物进行清洗，

清除掉死酵母后再放入锅炉中。这可以通过虹吸清除蒸馏物顶部而不干扰发酵罐底部的酵母颗粒来完成。

净化蒸馏物有多种方法，最快且最有效的方法是使用STILL SPIRITS TURBO CLEAR按照包装盒上的说明进

行。蒸馏物在一段时间后会自然变洁净，但是如果您希望加速这个过程，可让蒸馏物24小时保持在 4°C 
(39°F) 。这将有助于悬浮的酵母和蛋白质一起絮凝并落到发酵罐的底部。一旦蒸馏物洁净了，将其转移

到锅炉准备蒸馏。 

添加 STILL SPIRITS 消泡剂与沸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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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将冷凝器底部的螺母和O型圈

 拧下，将铜冷凝臂连接至铜顶盖。将

冷凝器放置于铜顶盖上，再将螺母

和O型圈拧回冷凝器（注意盖子已固

定） ，将铜顶盖和冷凝器紧密固定

2. 将温度探头插进圆柱顶端的

 小孔。

3. 连接冷凝器冷却水的水管。细管为 

出水管，它连接在冷凝臂靠近顶端

处，可将水回流到蓄水槽。粗管一端

连接至靠近冷凝臂末端的进水口，另

一端连接至水龙头。

4. 稍微打开冷却水供水确保系统没

有 漏水。再次检查确保水从 酒

精出口处进入，然后从靠近莱恩

臂顶端（在靠近有温度探头那一

端）流出。

准备罐馏器

出水管排水

进水管酒精出

连接水龙头

出水管

进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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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给棕色酒蒸馏通过两道工序。第一道工序是提馏，第二道是酒精馏。

提馏
提馏是两道工序中相对较简单和粗制的。每道蒸馏工序会去除杂质的味道，增加酒精的乙醇含量。提馏后

所得溶液为原蒸馏溶液的1/5或1/6,酒精浓度为原蒸馏溶液的5-6倍。提馏时，我们将对蒸馏物进行蒸馏，

并且将所有蒸馏出的溶液收集在同一容器中，直到溶液的酒精度降至20％以下。

要进行提馏，您需要：

• 5 L（1.3 美加仑）玻璃瓶

• 读数从20% 酒精度至100%酒精度的酒精测量仪+温度计或STILL SPIRITS 鹦鹉头+酒精测量仪+温度计

• STILL SPIRITS 消泡剂

• 沸石

• 冷却水与水槽

一旦按照第5页上的说明准备好罐馏器，打开锅炉开关，进行蒸煮。内部的液体将会加热并最终烧开。当

冷凝器上的温度探头读数为55°C (131°F)时，这时候就可以打开水龙头了。

将流进冷凝器的水流速度控制在2.5L/分钟。您可以使用测量容器（1升（1美夸脱）厨房用具测量仪）计

算每分钟流入测量容器多少毫升或液量盎司。要保证流经冷凝器的水流量足够大，以确保蒸馏产出以液态

而非气态形式流出，这非常重要。这种酒精气体蒸汽不仅非常易燃，而且它将会导致产出损耗。

在提馏时，将所有产出溶液收集在一个容器中，直到酒精度达到20%或蒸汽温度达到98°C (208°F)左

右。产出溶液的温度对乙醇浓度的测量准确度有较大影响。网上有用于纠正温度影响的计算器。

将之后的产出溶液收集在一个单独的容器中，这些可以加入以后的提馏蒸馏物中，以提高产出量。

关闭锅炉，拔掉电源线，等待内含物温度降至一个安全的水平。然后将锅炉中的内含物倒出，这些残留液

体是极好的肥料。

用温肥皂水彻底清洁锅炉、铜顶盖与冷凝器

酒精蒸馏
两道工序中，酒精蒸馏更为重要，在对提馏产出溶液中的不同成份进行分离时要特别小心。如果您尚未阅

读第三页上的《分离的含义与作用》部分，强烈建议您阅读后再继续操作 

您需要：

• 5 L（1.3 美加仑）玻璃瓶

• 读数从20% 酒精度至100%酒精度的酒精测量仪+一只50 ML（1.7 美式液量盎司）的取样管+温度计或

STILL SPIRITS 鹦鹉头+酒精测量仪+温度计

• 冷却水与水槽

• 6 X 150 ML (5 美式液量盎司) 容器用于收集不同成份。

蒸馏威士忌、朗姆酒或白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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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多次提馏后 产出溶液可以混合在一起进行酒精蒸馏以节约时间和收集到更多的酒头/酒尾用于勾兑。这

使得酒头与酒尾的过渡更加明显，适合于产出大量的同样酒精。

测量您的提馏阶段的乙醇含量，如果必要对该酒精进行稀释。加水将该酒精稀释至40%酒精度以下。将该

酒精稀释至40%酒精度以下对于酒精蒸馏阶段很重要，会让溶液充分沸腾。一旦稀释后，请添加沸石。消

泡剂则不是必须添加。

按照与提馏阶段完全相同的设置准备罐馏系统，然后打开锅炉开关。

头馏分
一旦温度测量探头读数达到 55°C (131°F)，打开冷水龙头。当馏出液开始流出时，您可以收集酒头中相

对更加有害的成分，通常指最初流出的 200 ML（6.8 美式液量盎司）。这部分含有蒸馏物中最有害的成

份，应废弃不用。注：每个提馏阶段的馏出液中前 200 ML（6.8 美式液量盎司）为头馏分。

酒头
当头馏分收集完后，您将进入酒头蒸馏阶段。这部分中含有乙醇和大量类似乙醇的低沸点物质。将这些收

集在多个不同的小容器中，当蒸馏结束后，将酒头与酒尾和酒心进行勾兑，确定它们是否适合最终产品威

士忌。

用多个150ML（5 美式液量盎司）的容器收集酒头，装满后放到一边。然后按照其馏出的先后顺序编号，

例如第一杯编号为1，第二杯编号为2，等等。一旦温度达到 83-85°C
(181 – 185°F)，酒头阶段完成，下面将开始收集酒心。

- 这些容器的容量大小取决于酒精蒸馏阶段需要的液体多少以及您的个人喜好。一条好的原则是每个提馏

阶段收集150 ML (5美式液量盎司)。这样会在蒸馏的简易性与以后勾兑的可行性之间取得一个平衡。

酒心
在输出管下放置一个较大的容器，开始将所有的酒心收集在一个容器中。这中间阶段馏出的是质量最好的

酒精，因此无须分多个容器收集。继续收集酒心，直到馏出的酒精浓度达55%左右时为止。一旦蒸馏温度

达到 90°C (194°F) 时，酒心阶段结束，下面要开始收集酒尾。在酒精蒸馏阶段中间

 收集的酒心是质量最优的酒精，将会构成蒸馏结束后进行勾兑的基础。

酒尾
开始用多个容器收集酒尾，装满后放到一边，做法与之前收集酒头时相同。按照其馏出的先后顺序给其

编号（像给酒头编号时一样）。一旦温度达到 93-95°C，(199 – 203°F) ，酒尾收集阶段结束。这个温度

时，酒尾中质量较好的部分已经收集完毕。下面是收集酒尾最后部分的时间。

在蒸馏器下放置一个较大的容器，收集酒尾中的最后部分，直到温度达到 98°C (208°F) 左右或酒精度低

于20%时为止，然后关闭锅炉开关，拔掉电源线。

这些酒尾中的最后部分不会用于勾兑，但将会保存起来待下次蒸馏提馏时加到蒸馏物中，以增加产出。

等待锅炉中内含物冷却至安全温度，倒出内含物。彻底清洗锅炉、圆顶盖与冷凝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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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兑
你所收集到的有酒头、酒心、酒尾以及酒尾最后那部分。酒头和酒尾收集在多个容器中，而酒心则

收集在一个大容器中。   收集酒头和酒尾时要分多次收集，原因是并非所有酒头和酒尾适合与酒心

进行勾兑。一般而言，最后几杯酒头（最接近酒心的部分）与前几杯酒尾（最接近酒心的部分）适

合与酒心勾兑，但您需要品尝每个样品杯中的酒精，选择您希望添加的进行勾兑。

通过分多次收集酒头和酒尾，这样在蒸馏时就不需要太注意什么时候进行酒头以及酒尾的分离。

逐个品尝每份酒头和酒尾，然后将满意的那些加入到酒心容器中。无需将整个容器中的酒头或酒尾

都加进去。

酒头通常会增加酒精以辛辣的口感，但含有高浓度的乙醇，而酒尾含有多种香味，但乙醇含量低。

将您不喜欢的酒头和酒尾倒进另一个装有酒尾最后部分的大容器中。这个装酒尾的大容器，叫

做“FEINTS”，其中的溶液不一定都是不好的，但其因为其提纯程度不够而无法添加到最终的酒液

中。这些应保留下来用于下次威士忌提馏时使用，这样的话可以避免浪费。或者，每批酿造威士忌

时都收集一些这样的FEINTS，当收集到的量达到一定程度多，对所有的FEINTS进行一次酒精蒸馏，这

样会作出非常精美的威士忌。

陈酿
将您最终收集到的满意的酒液装到一个5L（1.3美加仑）的玻璃罐或细颈坛中，用过滤水或蒸馏水将

其稀释至50%酒精度，这时可用酒精测量仪、液体比重计或折射计 测量酒精度。网上有相关的水量

计算器来帮助稀释。保证您的罐子容量足够大并留有足够多的空间，因为在陈酿过程中你会需要加

入更多的水。

按照使用说明添加美洲橡木片，然后放置于低温、黑暗的地方开始陈酿过程。

橡木片的气味会立刻吸收到酒液中，2周后橡木香味将会被完全吸收。在陈酿过程中，要定期品尝该

威士忌，橡木片则可根据您的喜好随时取出。

将该酒液放置于低温黑暗的地方，陈酿3个星期。3个星期后，用过滤水或蒸馏水将其稀释至47%酒精

度，6个星期后，再次用过滤水或蒸馏水将其稀释至44%酒精度，再等9个星期，继续稀释，直至40%

酒精度。

一在陈酿过程中，分批缓慢地注水稀释，会比一次性加水稀释获得的威士忌口感更醇，风味更佳。

陈酿过程中，定期品尝该威士忌，至少需陈酿2个月方可完成。勾兑中，酒头与酒尾的添加量越多，

一般而言需要陈酿的时间越久。

品尝和享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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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用糖进行蒸馏以获取具最纯正干净口味的产品。糖的原始风味很少保留在最终产品中，这只是提供生

产乙醇的最快和最便宜的方法。因此，回流式蒸馏是生产这种酒精的最普通的方式。仍可使用罐馏器进行

蒸馏，但与回流式蒸馏系统相比，产出率较低。

要获得用于生产烈性酒或其他风味的酒精饮料的产品，可一次蒸馏完成，但如果两次蒸馏，虽然产出相对

会有所损耗，但却会大大改善品质。如果想酿造口味非常纯正的伏特加，则需要进行第三次蒸馏。

蒸馏前，请按照第4页与第5页上的“准备蒸馏物”“准备罐馏器”中的说明操作。

如果您想做的是一次性蒸馏，则可略过提馏这一步骤。

提馏
第一道工序是提馏，也是两道（或三道）蒸馏工序中最不复杂的一道。这一步中我们将会所有馏出的溶液

收集在一个容器中，直至馏出溶液的酒精度达到20%时止

您需要：

• 一个5升（1.3美加仑）的玻璃瓶

• 一只读数涵盖20%酒精度到100%酒精度的酒精测量仪+温度计或A STILL SPIRITS 鹦鹉头 + 酒精测量 

 仪 + 温度计

• STILL SPIRITS 消泡剂

• 沸石

• 冷却水与蓄水槽

罐馏器准备好后，按照第5页上的说明打开锅炉开关，煮至沸腾。内部的液体将会加热并最终烧开。当冷

凝器上的温度探头测得温度为55°C (131°F) 时，最好打开凉水龙头。

将流进冷凝器的水流速度控制在2.5 L/分钟。您可以使用测量容器（1升（1美夸脱）厨房用具测量仪）计

算每分钟流入测量容器多少毫升或液量盎司。要保证流经冷凝器的水流量足够大，以确保蒸馏产出以液态

而非气态形式流出，这非常重要。乙醇不仅非常易燃，它还会减少产出。在提馏时，将所有的产出溶液收

集在一个容器中，直到酒精度达到20%或蒸汽温度达到 98°C (208°F) 左右。馏出物的温度

对乙醇的含量有显著影响。网上有用于纠正温度效应的计算器。

将之后的产出溶液收集在一个单独的容器中，这些可以加入以后的提馏蒸馏物中，以提高产出量。

关掉锅炉开关，拔掉电源线，等待内含物温度降至一个安全的水平。然后将锅炉中的内含物倒掉，这些残

留溶液  是一种绝好的肥料。

用温肥皂水彻底清洗锅炉、圆顶盖与冷凝器。

如果您计划进行第三次蒸馏，将提馏出的溶液稀释至40%酒精度， 然后重复进行提馏。

糖中蒸馏中性酒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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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精蒸馏
两道工序中，酒精蒸馏更为重要，在对提馏产出溶液中的不同成份进行分离时要特别小心。如果您尚未阅

读第三页上 的《分离的含义与作用》部分，强烈建议仔细阅读再继续操作。

您需要： 
• 一个5升（1.3美加仑）的玻璃瓶 

• 一只读数涵盖20%酒精度到100%酒精度的酒精测量仪，一只50 ML（1.7 美式液量盎司）的取样管+温度 

 计或 一个STILL SPIRITS 鹦鹉头+酒精测量仪+温度计

• 冷却水与水槽

如果您计划制作大量的酒精，多次提馏获得的馏出液可以一起进行酒精蒸馏，以节省时间。这使得酒头与

酒尾的过渡更加明显，适合于产出大量的同样酒精。

测量您的提馏阶段的乙醇含量，如果必要对该酒精进行稀释。加水将该酒精稀释至40%酒精度以下。将该

酒精稀释至40%酒精度以下对于酒精蒸馏阶段很重要，会让溶液充分沸腾。一旦稀释后，请添加沸石。消

泡剂则不是必须添加。

按照与提馏阶段完全相同的设置准备罐馏系统，然后打开锅炉开关。

头馏分
一旦温度测量探头读数达到 55°C (131°F)，打开冷水龙头。当馏出液开始流出时，您可以收集酒头中相对

更加有害的成分，通常指最初流出的200ML（6.8美式液量盎司）。这部分含有蒸馏物中最有害的成份，应

废弃不用。注：每个提馏阶段的馏出液中前200ML（6.8美式液量盎司）为头馏分。

酒心
下个阶段的馏出液为酒心。在输出管下放置一个较大的容器，开始将所有的酒心收集在一个容器中。继续

收集酒心直至馏出的酒精浓度达到40%而且温度为 92°C (198°F）。

酒尾
之后的所有馏出物均为酒尾，可以弃置，也可以用一个1-2升（1-2美夸脱）的容器收集用于将来提馏时使

用，以增加产出。酒尾的收集可以一直持续到20%酒精度。

关闭锅炉开关并拔掉电源线。等待锅炉中内容物冷却至安全温度，倒出内容物。彻底清洗锅炉、圆顶盖与

冷凝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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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精饮料杜松子酒是用杜松子和其他植物制剂调味的纯酒精饮料。可以将杜松子浸泡在纯酒精中，这个过

程称为“私烧杜松子酒”，或者在蒸馏时通过蒸汽将杜松子与植物制剂的味道融进酒精中。这是多数优质

杜松子酒厂的酿造方法。

STILL SPIRITS BOTANICALS BASKET（STILL SPIRITS 植物篮）可以让您随心所欲地将喜爱的味道在蒸馏

中通过蒸汽融进酒精中。STILL SPIRITS 植物篮中有多种不同风味，会在不同的蒸馏阶段释放出来。因

此，用植物篮的蒸馏中最后一个环节不应进行分离。

要制作杜松子酒，先按照上述蒸馏伏特加的步骤操作。然后，按照下列步骤操作：

您需要：

• 5 L（1.3 美加仑）玻璃瓶

• 一只读数涵盖20%酒精度到100%酒精度的酒精测量仪，一只50ML（1.7美式液量盎司）的取样管+温度计 

 或 一个STILL SPIRITS 鹦鹉头+酒精测量仪+温度计

• 冷却水与水槽

• STILL SPIRITS 植物篮或其他适合的风味组合

测量您的提馏阶段的乙醇含量，如果必要对该酒精进行稀释。加水将该酒精稀释至40%酒精度以下。将该

酒精稀释至40%酒精度以下对于酒精蒸馏阶段很重要，会让溶液充分沸腾。一旦稀释后，请添加沸石。消

泡剂则不是必须添加。

准备
1. 将铜冷凝臂与铜圆顶连接起来。这次不用原来的螺母与O型圈固定，而是用STILL SPIRITS 植物篮顶端

将冷凝臂与铜圆顶固定起来。拧紧，确保铜圆顶不会相对冷凝器转动。

2. 将温度探头插入圆柱顶端的小孔内。

3. 连接冷凝器冷却水的水管。细管为出水管，它连接在冷凝臂靠近顶端处，可将水回流到蓄水槽。 

 粗管一端连接至靠近冷凝臂末端的进水口，另一端连接至水龙头。 

4. 稍微打开冷却水供水确保系统没有漏水。再次检查确保水从酒精出口处进入，然后从靠近莱恩臂顶端（

在靠近有温度探头那一端）流出。

5. 在植物篮基座内装上您挑选的植物制剂，然后将其拧到植物篮的顶端。

6. 用夹子将铜圆顶与锅炉固定。

使用植物篮蒸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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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精蒸馏
打开锅炉，等待内含物升温。一旦温度测量探头读数达到55°C (131°F)，打开冷水龙头。因为这些酒精

中所有的有害成分均已在在上个酒精蒸馏环节中予以去除，所以现在没有必要进行酒头或酒尾分离。

在输出管下放置一个大的容器，开始收集所有的馏出液。继续收集直至馏出酒精达20%酒精度。之后任何

馏出液均为酒尾，可以弃置，也可以用一个1-2升（1-2美夸脱）的容器收集用于将来提馏时使用，以增加

产出。酒尾的收集可以一直持续到10%酒精度。

关闭冷却水关闭锅炉开关，拔掉电源线。等待锅炉中内含物冷却至安全温度，倒出内含物。彻底清洗锅

炉、圆顶盖与冷凝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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罐式蒸馏系统不仅可用于制作各种酒精饮料，还可以用来蒸馏水以及精油。

 

准备（见第5页）

1. 将冷凝器底部的螺母和O型圈拧下，将铜冷凝臂 连接至铜顶盖。将冷凝器放置于铜顶盖上，再将螺母 

 和O型圈拧回冷凝器（注意盖子已固定），将铜顶 盖和冷凝器紧密固定。 

2. 将温度探头插进圆柱顶端的小孔。

3. 连接冷凝器冷却水的水管。细管为出水管，它连接在冷凝臂靠近顶端处，可将水回流到蓄水槽。粗管 

 一端连接至靠近冷凝臂末端的进水口，另一端连接至水龙头。

4. 稍微打开冷却水供水确保系统没有漏水。确保水从酒精出口处进入，然后从靠近莱恩臂顶端（在靠近 

 有温度探头那一端）流出。

蒸馏
蒸馏一罐20升（5.3美加仑）的水从开始到结束需要8-10个小时（不包含加热时间），会产出大约18升

（4.8美加仑）的蒸馏水。上次使用后最好要对圆形顶与冷凝器应彻底清洗，然后再用于水蒸馏。

您需要：

• 大容器用于收集蒸馏水（容积应与装入锅炉内的水量相当）。

• 冷却水与水槽

将锅炉放在一个固定、水平的平台上，废水可以排放到水槽或下水管中。将水加入锅炉中；不要超过最高

水位线。

将罐式蒸馏系统方到锅炉上；将四个夹子夹紧，将盖子与锅炉固定住。检查密封圈与锅炉间有没有缝隙。

将电源连接至锅炉。需要80分钟左右水将烧开。

在烧开之前，打开冷却水，将水流控制在足以使蒸馏水以液态而非气态流出。

收集到18升（4.8美加仑）水后，关闭锅炉电源，拔掉电源线。关闭冷却水在倾倒锅炉内废弃水时，当心

水烫。

蒸馏水必须使用STILL SPIRITS EZ过滤系统或其他过滤系统进行过滤，以确保去除掉以前蒸馏溶液中的任

何不需要的味道与香味。关于过滤使用说明，参考相关说明书。

水蒸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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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见第5页）

1. 将冷凝器底部的螺母和O型圈拧下，将铜冷凝臂连接至铜顶盖。将冷凝器放置于铜顶盖上，再将螺母和 

 O型圈拧回冷凝器（注意盖子已固定），将铜顶盖和冷凝器紧密固定。

2. 将温度探头插入圆柱顶端的小孔内。

3. 连接冷凝器冷却水的水管。细管为出水管，它连接在冷凝臂靠近顶端处，可将水回流到蓄水槽。粗管 

 一端连接至靠近冷凝臂末端的进水口，另一端连接至水龙头。

4. 稍微打开冷却水供水确保系统没有泄露。确保水从酒精出口处进入，然后从靠近莱恩臂顶端（在靠近 

 有温度探头那一端）流出。

蒸馏
植物材料可以在水中或乙醇（酒精）溶液中进行蒸馏。植物释放出的精油会随着水蒸气或酒精蒸汽馏出。

如果使用水，精油会漂浮在水溶胶的表面。如果使用酒精，精油会混合在酒精中，无法收集纯精油，您只

能得到浓缩精油溶液。

您需要：

• 干净的植物材料，足够量的水以将其淹没。每份不同植物材料需要不同量的水，例如1公斤的迷迭香叶 

 子需要加入15升（4美加仑）的水。如果使用酒精溶液，使用最高40%酒精度的酒精。

• 5L（1.3 美加仑）玻璃瓶

• 6 X 500 ML (17 美式液量盎司) 容器用于收集不同成份。

• 冷却水与水槽

 

分多次收集馏出液（如每次500ML（17液量盎司）或更少），这样您可以对其质量进行监控。品质会逐渐

下降，最后可能会有“糊味”。品质下降时就不要再继续收集。

收集馏出液的量达到加入锅炉中的总量的80%，以确保不会烧干锅和烧糊植物材料。

如果使用水，收集到的馏出液主要是水溶胶（水基植物提取液），但其中含有精油。精油随着时间的推移

会逐渐分离出来，漂浮在液体表面（几乎所有精油会漂浮于表面，但有些密度比水高的会沉在水底）。

精油可通过吸管从水溶胶中提取。我们建议将馏出液灌入细窄型容器中，这样精油层会比较厚。

也可以经常使用水溶胶（玫瑰水，薰衣草水等）。精油的产出率很低，1-2%的产出就很不错了。

如果使用酒精，您无法将精油与酒精分离开，只能使用馏出时的混合液形态。

油蒸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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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原因？ 如何排除故障？

蒸馏出的酒精流出不规则 • 蒸馏物因集成式锅炉底部集中加

热而剧烈沸腾

• 酒精输出管淹没于馏出物中，导

致交替出现真空与气压。

• 添加沸石。情况严重时，试着放两个钢丝球进去。

• 整理出口管，使其不低于收集的馏出物的水平。

馏出的酒精不透明/乳白色/

深色

•蒸馏物煮沸时产生泡沫，并将发

酵残留物推到柱子上。

• 蒸馏物中未发酵的糖会引起泡

沫，并最终会聚集到圆顶盖位置

并进入冷凝器，使得尚未蒸馏的

部分进入馏出液中。

• 始终保持蒸馏物完全发酵。

• 添加蒸馏物时不超过锅炉内侧的最高水位线。

• 加3瓶盖STILL SPIRITS消泡剂到蒸馏物中。这将会

消除锅炉中过多的泡沫。向锅炉中添加沸石。将蒸

失败的酒精倒回重新蒸馏。

产出低 • 蒸馏物没有发酵完全，因此可产

出的酒精量减少。

• 糖没有完全分解，或者发酵温度

过高或过低。

• 盖子密封不好而漏气

• 确保发酵结束再开始蒸馏。

• 检查确认密封圈已平平地放在锅盖里，然后再固定

到锅炉上。

锅炉虽然通电了但却停止加

热。

• 这可能是因为电路故障或因锅炉

过热。

 锅炉有一个热保护自动断电装

置，

 如果其温度超过125°C 

(257°F),将会停止加热。它还

装有保险丝，

 以防热保护自动断电装置失灵。

• 摁下锅炉底部的恢复柄，重新设定温度计。如果锅

炉不加热，需要请电工来检修。

馏出液中有小颗粒 • 这很可能是因为收集时酒尾部分

收集太多。这些小颗粒是由于酒

尾中的油结合到一起形成的。

• 不需要处理，这不会影响酒精，一般不会进入酒

心。

• 如果在最终酒精中发现有小颗粒，只要用咖啡过滤

网将其过滤掉即可。

酒精馏出时温度非常烫/是

气态

• 这是由于冷凝时没有足够多的冷

却水流过。

• 增加流经冷凝器的水流流速，确保馏出酒精的温度

保持在一个安全水平。

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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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龙接头

软管连接器厨房用水龙头

螺纹适配器  

M22 X M24 (外）
软管适配器 

X 20MM BSP（外）

9.5MM OD 软管尾

M24 （内）

花园／洗衣房用水龙头

20MM BSP 适配器

（内）X M24（外）

20MM BSP 适配器

（内） X M24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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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消泡剂？

消泡剂是一种抑制泡沫的产品，由硅胶构成，对人体无毒。它会降低锅炉内蒸馏物产生泡沫的几率，

创造最佳蒸馏条件。当煮沸时，蒸馏物会产生泡沫（这可能是由于残留有未完全发酵的糖或蒸馏物

未经去除酵母细胞)。泡沫会进入冷凝器，继而会作为未蒸馏液体进入馏出液中。为了防止产生泡

沫，我们建议添加3瓶盖 Still Spirits 消泡剂。

馏出液流出时一定要保证呈液态？

乙醇是一种非常易燃的物质，如果冷却液不起作用，则乙醇将会以气体的形式逸出，这将非常危险。

同时，温度变化对酒精浓度测试准确率影响很大。多数酒精测试仪设计用于测量 20°C (68°F)的酒

精，因此对酒精浓度的测量准确度会有很大的误差，这将影响酒精分离的效果。

罐馏器可用作回流式蒸馏器吗？

利用罐馏器对馏出物进行再次蒸馏，会类似回流式蒸馏提高酒精的品质，但这与回流式蒸馏相比，产

出会低一些。为了能够回流，您需要一个回流柱。

在蒸馏前，我可以保留一份蒸馏物多长时间？

我们建议在蒸馏物在去除酵母细胞后1个星期内进行蒸馏。放置时间越长，会因为死掉的酵母细胞的

自溶作用而产生更多的异味。如果密封冷藏，最多可以放置8个星期。

什么是清除剂？其工作原理是什么？

Still Spirits Turbo Clear 清除剂由让浮动颗粒带电的硅酸（A部分）和吸引所有颗粒（带有相反的电

荷）壳聚糖（B部分）组成，最终使它们沉积在发酵罐的底部。

锅炉会有多热？

锅炉内液体温度会高达其沸点，即水温 100°C (212°F), 酒精 78.2°C (173°F)。因为蒸馏物中含有水

与酒精溶液，因此随着酒精的挥发，沸点逐渐升高。您需要对该溶液加热，使酒精气化，这样您就

可以将酒精从蒸馏物中提取出来。

我可以两批连续蒸馏吗？

第一次蒸馏后留在锅炉里的蒸馏物温度非常高。如果您希望再次蒸馏，那么小心移开滚烫的盖子，至

少加5 L (1.3 美加仑）的凉水到蒸馏残渣中，等冷凉后倒掉。还得注意锅炉里存在乙醇蒸汽。

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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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铜圆顶内侧没有光泽了，是什么原因？我该怎么办？

经过几次蒸馏后，铜圆顶与冷凝器的内侧表面会失去铜质光泽，呈现出灰暗棕黄的颜色。这是正常现象，

只要稍许擦拭即可去除这些颜色变化。蒸馏过程中，产生的硫会与铜圆顶表面发生反应从而凝结在铜的

表面而不会 流进馏出物容器中。这是为什么选择铜而非其他金属用于蒸馏的原因。该蒸馏器可以用醋

或其他弱酸清洗即可恢复光泽，但这么做只是出于美观的目的。

我怎么才可以循环利用冷却水？

如果您有足够量的水和冰袋以及一个能够提供动力的水泵，就可以让您的冷却水在一个封闭循环系统中流

动。我们推荐使用一个200升（53美加仑）的容器（例如一个垃圾桶），装满水，6个2升的瓶子装满水

提前几天冷冻好。您用过的冷却水也可以存放在大容器里，以备将来给花园浇水。

使用蒸馏器的成本有多高？

该蒸馏器功率为2千瓦/小时（新西兰/澳大利亚/英国）和1.5千瓦/小时（美国）。您可以用该数字乘以电

费费率以及蒸馏器运行的时长（5小时）。此外，还要计算冷却水的成本以及用于蒸馏的原材料成本。

会产生甲醇吗？

最终产品中含有甲醇，但其浓度不会高于任何一种商业生产的酒精饮料中甲醇浓度。甲醇是蒸馏出的第一

种液体，因此只要严格按照说明弃置酒头的最前部分，则不会造成甲醇中毒。

我为什么需要沸石？

可重复利用的沸石可以添加到锅炉中以避免过度沸腾。不锈钢SADDLE也可以起到同样的作用。

为什么罐馏系统设备需要铜质的？

如果本系统中很多部件不是用大量的铜制成，则酵母细胞中的硫分子将会进入最终酒精中，会产生异味以

及非常难闻的气味。铜起到催化剂的作用，使得这些硫分子发生反应形成硫化氢，这时这些气味则不会

破坏最终酒精。

通常发酵需要多久？

蒸馏物通常需要4到10天进行发酵，这取决于使用的酵母及其温度。

我如何知道什么时候发酵结束？几个途径：

1. 用比重计测量您的SG，如果SG与您给定的配方一致，并且连续两天读数相同，则说明发酵完成。

2. 查看气泡，气泡上浮到表面：在发酵时会有大量气泡浮上表面。

3. 检查气闸中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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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精（或乙醇）

多数情形下用以描述乙醇，存在于葡萄酒、啤酒、白酒以及其他酒精饮料的一种酒精。其化学分子式是

C2H5OH。

酒精纯度

酒精纯度指蒸馏产生的酒精的浓度；它通常用酒精/容量百分比来表示，或%ABV。

酒精产出

酒精产出描述从蒸馏物中提取酒精的效率。产出越高，则锅炉中残存的酒精就越少。酒精纯度与产出会因

糖或发酵的谷物种类、酵母的选择、蒸馏物中酵母细胞去除方式、使用的蒸馏系统等不同而不同。

酒精测量仪与比重计

酒精测量仪是一种比重计。比重计用来测量一种液体的相对浓度。液体的比重越轻，则比重计浮得越低。

比重计可用来监控蒸馏物的发酵程度，它会告诉您多少糖已经转化成了乙醇（乙醇比糖溶液轻）。酒精测

量仪可用来测量您的酒液中酒精的百分比。酒精轻于水，因此酒精度越高，酒精测量仪沉得越深。妥善保

管您的酒精测量仪，因为它特别易碎。比重计

通常在 20°C (68°F) 环境下进行校准。不要将比重计放到温度超过 40°C (104°F) 以上的液体中，否则其

内的蜡会融化而给其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坏。

植物制剂

用于蒸馏中泡制香味的植物基材料。也用于制作精油。

棕色酒

威士忌、朗姆酒或白兰地都被认为是棕色酒。蒸馏棕色酒一般分两道工序。第一道工序是提馏，第二道是

酒精馏。

同质物

指馏出液中除水与乙醇外所有其他化合物。

馏出物

蒸馏过程中冷凝而成的浓缩液体。

蒸馏分离

通过将混合物加热至两种物质的沸点中间某个温度，从而将两种或更多物质分离开。低沸点化合物蒸汽被

捕捉和冷凝成液态后与原混合物相比浓度更大。

FEINTS

它来自于最后分离酒尾的结果，它不一定有害，但因纯度不够而不可勾兑进最终的酒液中。收集并保存

FEINTS，将其用于下次提馏，可以避免浪费。或者，可以从制作威士忌的多个批次的蒸馏中收集FEINTS，

当收集到一定量的时候，对多有的FEINTS做一个酒精蒸馏，这样可以获得非常美味的威士忌。

词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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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发酵

碳水化合物（糖）通过酵母转化为酒精与二氧化碳的过程。

酒头前部分

酒头中更加有害的部分，通常指每次提馏蒸馏液中最初的 200 ml（6.8 美液量盎司）。

酒头

指馏出液中最先收集的那部分。它们由低沸点的同质物构成，有着独特的果香味或指甲油味。它们通常酒

精度很高。

甲醇

发酵过程中自然产生的一种酒精，含量非常低（0.0005%)。其化学分子式是CH3OH。摄取高水平的甲醇

（0.5% +）会导致头昏、恶心、呕吐、视觉问题以及腹痛等，如果不及时治疗则会引起昏迷、神志不清，

最严重情况下会致死。

很多国家存在着各种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常见的非法贸易加入甲醇的酒或用不合格的碳水化合物生产酒

精。

通过按照推荐的水平丢弃酒头中最前部分，最终酒液中将含有非常低百分比的甲醇，值得注意的是，在甲

醇中毒的情况下可以使用乙醇去除甲醇，因为人类细胞将优先于乙醇排出甲醇。 

鹦鹉头

一种用来在蒸馏分离中测量酒精百分比的装置，以帮助您不中断蒸馏的情况下进行分离。

酒精饮料

一种酒精含量不低于20%且不添加糖的饮料。

酒尾

指用罐馏器进行蒸馏分离时获得的最后部分溶液。他们由有效杂质等同质物构成，负责消除异味。

蒸馏物

是一种发酵的液体，内含有糖、酵母以及其他各种风味的物质，是蒸馏过程的起始液体。

白酒

透明酒，例如杜松子酒以及伏特加。

酵母

酵母是能将糖分解产生酒精与二氧化碳以及几百种副产品的微生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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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知更多，请访问:

WWW.STILLSPIRITS.COM


